
内麦 101 是四川省内江市农业科学院用川麦 42
和 M0501 杂交后连续自交 13 代选育而成的小麦常
规品种，于 2020 年通过四川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
会审定（审定编号：川审麦 20200010）。高产多抗一直
是小麦品种选育的首要目标， 也是轻简栽培技术推
广对品种的要求。 为加快在四川省内推广内麦 101
的进度，笔者结合内麦 101 的特征特性，总结出了内
麦 101 冬水田稻茬后抗湿免耕带旋条播种植技术 ，
供小麦推广技术人员参考。

1 特征特性
内麦 101 属春性，幼苗半直立，叶色深绿，穗圆

锥形、长芒、白壳，籽粒卵圆形、白色、半角质-粉质、
较饱满。 平均全生育期 177.5 d， 比对照绵麦 367 迟
熟 1.0 d， 株高 95.1 cm， 亩穗数 22.0 万穗， 穗粒数
48.4 粒，千粒重 46.1 g。 2017-2018 年经四川省农科
院植保所抗病性鉴定，高抗条锈病、白粉病，中感赤
霉病。 2019年经农业农村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
测试中心（哈尔滨）品质测定，平均籽粒容重 724 g/L，
粗蛋白质含量 15.3%，湿面筋含量 27.4%，稳定时间
1.7 min。 产量表现：2016-2017 年度参加四川省普通

小麦区试，平均产量 5.90 t/hm2，比对照绵麦 367 增产
14.6%；2017-2018 年度续试，平均产量 5.94 t/hm2，比
对照增产 6.7%；２ 年区试平均产量 5.92 t/hm2，比对照
增产 10.5%，增产点率 100%。 2018-2019 年度参加生
产试验，平均产量 5.75 t/hm2，比对照增产 4.7%。

2 稻茬麦抗湿免耕带旋条播种植技术
2.1 地块选择

四川东南部属丘陵地区， 选择经高标准农田改
造或宜机化农田改造后的冬水田， 水稻收割前 15 d
放水晒田。 收割时选择矮桩作业，即割台尽量贴近地
表，粉碎秸秆，保留尽量短的稻桩，以利于秸秆还田
和免耕播种。 播种前开厢沟，厢面宽 2.5 m 或 5.0 m，
厢沟宽 0.3 m，沟深 0.25 m，确保明水能排 、暗水能
滤，降低田间湿度。
2.2 拌种或包衣

拌种前晒种 1 d，用杀虫剂拌种防治地下害虫和
蚜虫，用杀菌剂拌种以杀菌消毒，防治病害。 用法与
用量： 每100 kg 小麦用 70%吡虫啉粉剂 160 g+10%
苯醚甲环唑 60 g+少量水充分拌匀；或者 4.8%苯醚咯
菌腈 300 mL 混 100 kg 小麦种子包衣 [1]；或者选用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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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剂拌种，如奥拜瑞（1.1%戊唑·30.9%吡虫啉悬浮种
衣剂）、酷拉斯（22.6%噻虫嗪·2.2%咯菌腈·2.2%苯醚
甲环唑悬浮种衣剂）等。 包衣或拌种后晾干即可播种。
小麦拌种极其重要，第一，药剂被根系吸收，传递到
整个植株，对蚜虫具有触杀、胃毒和驱避作用，可有
效控制小麦蚜虫基数，减轻危害。 第二，药剂在小麦
根系周围形成保护层，对蛴螬、金针虫、蝼蛄等地下
害虫具有驱避作用，保护小麦安全出苗。 第三，可有
效防治小麦根部病害，预防小麦叶部病害的发生；减
少小麦锈病和白粉病的早期浸染，提高秧苗素质，增
强抗病能力，减少中后期防治次数。 第四，拌种剂伴
有臭味，可有效驱防鸟害。 第五，促进小麦根系发育，
利于苗期壮苗，促进分蘖，提高成穗数，增加穗粒数
和粒重。
2.3 播种与底肥

播种机选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汤永
禄团队研发的 2BMF-12 型稻茬麦免耕条播机，工作
行数 12 行，播种深度 3～5 cm，播幅宽度 250 cm，播
种量 180～200 kg/hm2；底肥施用总养分 40%以上复合
肥（N、P2O5、K2O 比例大约为 1∶0.5∶1），用量 0.6 t/hm2。
灭茬、 开沟、 施肥、 播种、 覆盖， 一次成型， 每台
机器每天可播种 5 hm2。 稻茬田播种机应选择动力大
于 60 kW 的履带式拖拉机， 尽可能避免轮式拖拉机
辗痕。 稻茬麦抗湿免耕条播有 3 方面优点，第一，实
施少免耕，减少耕整成本；第二，采用电子排种，精量
均匀播种，节约种子成本，播种密度均匀，出苗整齐；
第三，操作简单，作业灵活，一次成型，省时省力。
2.4 杂草管理

稻后免耕麦田的主要杂草有棒头草、鹅肠草、猪
殃殃、牛繁缕、看麦娘、牛耳大黄等。 免耕田水分足、
墒情较好，杂草萌发早、生长快，小麦播种前后一周
的杂草数量一般占到全生育期总量的 70%以上[2]，因
此播种后的杂草封闭至关重要。 小麦封闭除草剂应
因地因草施药。 如果禾本科杂草多，则可选用 20%异
丙隆可湿性粉剂 3 750 g/hm2兑水喷施； 如果阔叶型
杂草多， 可选用 10%苄嘧磺隆可湿性粉剂 450 g/hm2

兑水喷施。 另外，在 5～6 叶苗期进行一次化学除草，
选择 3%甲基二磺隆可分散油悬浮剂 450 g/hm2兑水
喷施，防治棒头草、锯锯藤等。 喷农药采用无人植保
机，以大疆 T30 为例，设置行距 8 m，相对作物高度
3 m，飞行速度 6 m/s，喷洒用量 24 L/hm2，喷药时注意
人畜安全。 喷药后密切关注杂草防治情况，如有漏打

则择日补喷。
2.5 肥料管理

底肥在播种时施入（见 2.1）；分蘖期施一次叶面
肥，使用 0.01%芸苔素内脂 300 mL/hm2 喷施 [3]，加强
叶绿素合成，提高光合作用，促使叶色加深变绿，还
可打破顶端优势，促进细胞分裂，促进分蘖；拔节时
看苗追施尿素 45～75 kg/hm2，作拔节肥，保证生殖生
长所需养分。 小麦生长后期根系衰老，吸收营养的能
力衰减，土壤肥料利用率减少，若不及时补充营养，
势必引起早衰，影响产量。 灌浆期可根据田间长势，
用尿素和磷酸二氢钾或小麦专用叶面肥进行喷施。
川东南冬水田稻后小麦整个生育期控制总氮量在
200 kg/hm2以内，即可满足 7.5 t/hm2的产量要求。
2.6 水分管理

冬水田小麦土壤水分偏多， 特别是在播种期和
苗期， 雨后注意检查边沟和厢沟是否堵塞， 及时疏
通，降低田间水位，避免厢面有明水。 春节前后易发
生干旱，开春后可灌一次跑马水，灌透立即排水，避
免根系长时间浸泡。
2.7 抗倒性管理

内麦 101 穗大秆细，株高偏大，抗倒性中等，前
期长势旺， 特别是在冬水田大肥大水的情况下生长
更茂盛。 抗倒管理主要有 ２ 个途径，一是平衡施肥，
增加磷钾肥比例，提高秸秆硬度；二是喷施矮壮素，
在拔节初期使用 0.15%多效唑溶液 750 L/hm2 喷施，
注意一定要喷施均匀。 使用无人植保机施药时，注意
不能增大浓度，必须规划后自动喷施，禁止手动操作。
2.8 病虫害防治

冬水田种植小麦，田间湿度大，容易感病，在四
川常见的危害性大的病害主要有 ３ 种，即条锈病、白
粉病和赤霉病。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世界性真菌性气
传病害,长期以来制约着全球小麦高产、稳产 [4]，其传
播速度快，危害面积大，如果不及时防治，会造成减
产 80%以上。 小麦白粉病受害后，光合作用降低，呼
吸加快，严重影响小麦正常发育。 在小麦田间条锈病
病叶达到 1%或白粉病率 10%时， 就要开始化学防治，
防治方法为 0.3%粉锈宁可湿性粉剂 45 kg/hm2 用无
人机喷施，严重者可进行 ２～３ 次防治。 赤霉病近年在
四川有越来越严重的发生趋势， 赤霉病只能防、 不
能治。 小麦初花期前使用 50%多菌灵可湿性粉剂
2 kg/hm2 或 70%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 1 kg/hm2 进
行无人机飞防。 为害小麦的虫害主要是 （下转 252 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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蚜虫，它不仅直接吸取小麦营养，还间
接传播黄矮病、病毒病等病害。 使用抗性品种，播前
拌种，花期喷防，即“一抗一拌一喷”[5]可有效防控蚜
虫为害。花期使用 70%吡虫啉水分分散粒剂 60 g/hm2

或 50%抗蚜威可湿性粉剂 200 g/hm2进行防治。
2.9 收获

小麦成熟时注意防治鸟害， 九成熟时及时抢收
防穗发芽。 选择晴天及时使用收割机收割、晾晒、清
选，尽快将水分降至 14%以下，如收获遇阴雨天气可
进行烘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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龟裂。 灌浆期保持田间水分直到收割前
7 d 断水。 据相关研究表明， 水稻灌浆期处于淹水
状态或过干状态， 均将降低稻米中精米率、 整精米
率， 增高垩白粒率和垩白度， 影响稻米食味品质与
营养品质[4]。
2.5.3 采取化学手段， 控制水稻高度 直播田水稻
根系分布浅、地上部分重心高，更容易倒伏。 生产上一
般采用多效唑控制株高， 在浸种催芽时按 1 kg 种用
1 g多效唑拌种，能有效降低株高，进一步防止倒伏。
2.6 科学防治病虫害

农香 42 号直播栽培，田间密度大，通透性弱，更
易引起病虫害发生。 根据当地虫情预报，及时进行化
学防治， 在分蘖盛期时要特别注意对稻飞虱和纹枯
病的防控，以预防为主，加大防治时的喷水量，效果

更好。 成熟期注意防治钻心虫的为害，确保病虫害得
到有效控制，防止因人为原因而影响产量。
2.7 及时收割

农香 42 号整齐度比较好，成熟期一致，当籽粒
成熟度达到 95%时收割为宜。 根据收割时天气情况，
趁晴天及时收割、晒干，防止因天气原因引起稻谷起
堆发烧影响稻米品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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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草，这样能促使个体与群体协调生长，避免水稻与
杂草之间争水肥，有利水稻早生快发，增加田间通透
性，增强根系活力，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发展，达到高
产增收的效果。
4.7 病虫害综防

坚持“预防为主，综合防治”的植保方针，采用农
业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绿色防控原则， 利用合
理的耕作制度，实施农业防治与生物防治等措施，认
真做好田间病虫害的调查监测、预测预报等工作，适
时对症下药防治。 应注意选用高效低毒、低残留的农
药，尽可能保护青蛙、蜘蛛等害虫天敌，放赤眼蜂减
少害虫卵孵化。 本地区主要抓好稻瘟病、纹枯病、普
矮病、稻曲病、稻飞虱、二化螟、稻纵卷叶螟的防治工
作。 具体措施：每亩用 10%烯啶虫胺水剂 100 mL 或
20%异丙威水剂 140 mL 兑水 60 kg 喷雾， 可有效防

治稻飞虱、叶蝉、稻蓟马等害虫；每亩用 48%毒死蜱
100 g 加 50%杀螟松乳油 100 mL 兑水 50 kg 喷雾，
能有效防治二化螟； 每亩用 5%井冈霉素 300 mL 对
水 60 kg 喷施，能有效防治纹枯病；在水稻破口期和
齐穗期每亩用 75%三环唑可湿性粉剂 80 g 加 30%爱
苗 20 mL 兑水 60 kg 各喷一次， 能有效防治稻瘟病、
稻曲病和稻粒黑粉病，防治效果在 90%以上。
4.8 适时收割

由于野香优 967 米质好且产量高、 成熟度较一
致，把握好收割时机非常关键。 成熟时切勿过早断水
以免影响大米品质，过早、过迟收割也会影响大米品
质。 水稻成熟率在 95%以上为最佳收割时机，收割时
注意天气，应抢晴收割，确保水稻高产丰收。 收割后
及时摊开晒干，有能力烘干的进烘干厂烘干，要确保
稻谷水分含量在 14%左右，以保证大米的品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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